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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带给我鼓励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四 （3） 班
李昊睿
成功，是对自己最大的鼓
励，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我就
成功了。
去年冬季，少年宫张老师说
要举办才艺表演。同学们听了都
跃跃欲试，高高地举起双手，迫
切想被老师选中。而我却安静地
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因为我觉
得我是不会被选上的。但出乎我
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师居然
选中了我！看着老师饱含期待的
目光，我只好点点头。

小 记

放学后，老师叫住了我，说
道 ：“ 我 已 经 想 好 你 表 演 什 么
了 ， 就 是 —— 吉 他 曲 《 小 星
星》。”我一听，吓了一跳，因为
那个曲子是我最不熟悉的。我只
好 支 支 吾 吾 道 ：“ 好 …… 好 吧 。”
接着便背着吉他和书包，慢慢向
家走去。
回到家后，我快速写完作业
便不知疲惫地练习曲子。开始还
不错，可到后面就显得十分差
劲，老是跑调，指法也乱了起
来。我仔细研究教程，经过多次
练习，才把指法改正过来。
本以为这就完事儿了，没想
到连在一起时节奏又乱了起来。
我心想：以为很简单，练习一下
就会好，没想到却这么难，我可
得加油练习！
演出那天，我登上舞台看着
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心里不免
有一些紧张。伴奏缓缓响起，我
深吸一口气，跟着伴奏不自觉弹
起吉他。表演结束了，台下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我深深鞠了一
躬。最后，我获得了二等奖。
我知道，我成功了。
辅导老师：柴春昱

者 作

■郾城区向阳小学六 （3） 班
赵智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吧。人刚出
生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但由于后
天所受的教育和生长环境不同，各自的
习性就有了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认为
好家风很重要。
有一年冬天，趁天还没有下雪，爷
爷带我和妹妹去买年货，买了好多东
西：鱼肉、牛肉、猪肉等。也许是出门
时间太久，奶奶打电话让我们回家。然

爱国 从小事做起
■漯河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四 （3） 班
梁 辰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这首耳
熟能详的歌曲最
近一直在我耳边
回荡。
金秋十月，
大街小巷红旗招
展，全国人民满
怀喜悦地迎接
祖国母亲七十
岁的生日。在
此之前，

品 展

召陵区万祥街小学二 （1） 班 宋鑫一 作

漯河日报社征集
小记者研学基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团由漯河
日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起成
立，每年通过举办 200 多场次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小记者在了解
家乡风土人情、发展变迁、传统
产业的同时，综合素质得到全面
提升，赢得了学校和家长的认
可。如今，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已
经遍布我市各中小学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有 《漯
河 日 报》、《漯 河 日 报 · 小 记 者
刊》、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日
报小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 5
个发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在 2020
年征集研学基地的基础上，现面

向漯河市、河南省乃至全国征集
2021 年度漯河日报社小记者研学
基地。
征集对象：
景区、书店、影城、休闲场
所、美食餐饮、民生服务、文化
艺术、科学教育、卫生医疗、交
通运输、品牌连锁机构、农家庄
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 （市区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601 室）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官方抖
音号开通啦！小记者的多彩瞬
间，在抖音里为你呈现。如果
家长们想要保留孩子们的精彩
时刻，小朋友想要看到自己的
闪亮瞬间，就请关注漯河日报
社小记者抖音号 （lhrbxjz），了
解更多的内容吧！

我对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随着年
龄的增长，通过四年的校园学习，以及
阅读历史书籍，我对祖国已经产生了特
别深的感情。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无
限的感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经历
了那么多沧桑与巨变，华夏民族的复兴
是用无数革命先辈的生命与鲜血换来
的，我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
如今，我们的生活时时有欢乐，路
路有鲜花。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想
到祖国经历的苦难与屈辱，我心中充满
愤慨；想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抵
抗，最终战胜敌人，走向独立，我的内
心充满了对先辈的敬畏之情。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学
习先辈的优良作
风，为祖国做贡
献。既然现在能力
有限，那么我就从
身边的小事情做

头舒展着长长的柔枝，将树变成了金色
的喷泉。哪里有迎春花，哪里就有浓浓
的春意。桃花也按捺不住，开出一朵朵
粉色的花，如同绽开的笑脸，清淡的花
香引来了蜜蜂、蝴蝶，它们嗡嗡地闹嚷
着、舞蹈着。田野中，金灿灿的油菜花
漾起了阵阵波浪。田间地头零零散散地
开着紫的、蓝的，仅有指甲盖大的野
花，它们有着白色的花心，像星星一样
闪烁着。
春天的风是温暖的、轻柔的，吹在
身上如同母亲的抚摸。春天的风更像是

有一次，我和同学在我们最喜欢的
河堤上玩耍，那里绿草如茵，百花争
艳，喷泉里水花四溅。我们就像一群快
乐的小鸟，自由快活。突然，我看到草
丛中有一个垃圾袋，它是那么扎眼，堂
而皇之躺在嫩草地上，我抬头想找到扔
垃圾的人，可早已不见了踪影。我心
想，这样下去草地岂不是要变成垃圾场
了，于是，赶紧跑过去捡起垃圾袋扔进
垃圾桶里。顿时我心里像洒进了阳光，
开心极了。
虽然这类小事情微不足道，但积少
成多、聚沙成塔。我爱我的祖国，也想
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我要做一名合格的
少先队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身
边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在祖国的怀
抱中茁壮成长，将来为祖国做更大的贡
献！
辅导老师：曹丽萍

一位勤快的信使，传递着春的讯息。
看，小燕子回来了，那些冬眠的小动物
苏醒了，枯枝张开了绿色的眉眼，孩子
们也被这温暖的春风召唤出家门，在春
风的拥抱下尽情玩耍，那些花花绿绿的
风筝把他们的欢笑声带到了空中。有人
扛着铁锹走出家门，植下一棵棵树苗，
种下一株株花草，播下一个个希望。老
爷爷为孩孙编织花环戴在头顶、套在项
间，尽情去享受春天的乐趣。
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充满诗情画意
的，让人陶醉其中。

游清明上河园
■示范区姬石镇双语学校四 （2） 班
康家宝
暑假的一天，阳光洒满了大地，太
阳公公仿佛也格外高兴，扬着嘴角开心
地笑着。也就是在这天，我和弟弟开启
了有趣的开封之旅。在开封这个美丽干
净的城市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游清
明上河园。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画家
张择端的雕塑，清明上河图传奇故事浮
雕的影壁紧随其后。绕过石雕，我看到
各式各样的“宋朝店铺”，灰白起脊的屋
顶、黄色木质的窗棂、朱红色的支房圆

柱……处处古色古香。
“宋朝小贩”就更多了，他们穿着宋
朝服装，有的担着担子，敞着衣襟卖炊
饼；有的坐在挑子旁边捏泥人；有的掀
着锅盖儿卖热气腾腾的粽子。昔日繁华
的景象尽现眼前。恍惚间我仿佛穿越时
空，回到了大宋王朝，真是“一朝步入
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咦，那边 怎 么 炮 声 隆 隆 、 杀 声 震
天？原来是“东京保卫战”的节目开
始了。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讲
述了宋朝时期金兵攻打东京城，东京
城的军民在李纲的带领下浴血奋战，

最后打退了金兵，可是李纲却在战争
中失去了家人。打仗的场面非常壮
观，炮弹像火龙一样攻击着对方，落
到水里，激起了一阵阵楼房一样高的
水柱。水面布满了烟雾，仿佛让人回
到了千年之前的战场，真是太刺激
了，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看完表演，我和弟弟来到趣园。我
们在里面投镖、走钢绳、荡秋千、溜滑
梯，玩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时间过得真快，傍晚时分，我们依
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辅导老师：曹 瑞

粗心的啄木鸟
■郾城区实验小学三 （11） 班
石依冉
下星期天是啄木鸟的生日，为了能
有一个开心的生日，啄木鸟打算请朋友
们陪它过生日。于是，它提前给大家发

请帖，上面写着：朋友们，再过几天就
是我的生日了，希望你们能来参加。
到了生日这天，啄木鸟准备了一桌
丰盛的饭菜，但它等了好长时间，一个
朋友也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正当啄
木鸟百思不得其解时，它低头看到桌子
底下有一张没有发出去的请帖，拿起来
一看，才发现忘记了写时间和地点。这
该怎么办？不如挨个通知它们吧！
啄木鸟飞到小河边，通知了兔子姐
姐、小猪弟弟、牛伯伯，以及其它好朋
友。大家接到通知不一会儿就聚集在啄
木鸟家门口。它们一起
唱歌、吹蜡

可爱的兔子

起。

缤纷的春天
■漯河宇华实验学校六 （4） 班
刘坤阳
春天是生命的开始，它吹散了冬天
的寒冷，为千千万万的生命孕育了温暖
的家。
春天的雨是色彩缤纷的，它染绿了
柳枝、绘绿了小草；它描红了校园冬青
的嫩芽、浸紫了玉兰的花枝……春雨细
细的，像牛毛，像银针，弹奏着轻柔的
音乐。
春天是花的天堂。迎春花有的攀爬
在墙壁上，将墙壁染成金色；有的在枝

《彩色蘑菇》

而结账的队伍排得像一条长龙，好不容
上前来。爷爷把钱塞到他手里，说道：
易才排到我们。老板也许累了，一大意 “我们刚买过你的东西，你多找了 20 块
便多找了我们 20 元钱。此时奶奶又催促
钱。”老板不停地说“谢谢”，脸上满是
我们赶快回家，于是爷爷接过找的钱就
水，不知是融化后的雪，还是感动的泪
装进了兜里。
水。走在回家的路上，天更冷了，但我们
到家后，爷爷发现了多找的钱，我
的心里却暖暖的。
们决定还给老板。门外风呼呼地吹着，
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好家风像一
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我想：这么冷的
轮太阳，照亮我幼小的内心世界；好家
天，老板还在卖菜吗？
风像一汪清泉，滋润我干涸的心田；好
到了菜市场，爷爷加快了步伐，我
家风像一艘小船，承载着我驶向理想的
和妹妹也紧跟其后跑到那家店铺。老板
彼岸……
正准备收摊，见我们往这边走，赶紧迎
辅导老师：王永娜

烛、吃蛋糕，还玩了老鹰捉小鸡呢。
啄木鸟扮演老鹰、兔子扮演鸡妈
妈，牛伯伯、小猫和小熊扮演鸡宝宝。
老鹰向左跑，鸡妈妈也向左跑，老鹰向
右跑，鸡妈妈也向右跑，就这样，不管
老鹰向那跑，鸡妈妈总能及时反应过
来，让老鹰怎么都抓不到小鸡。老鹰只
好静待时机，趁鸡妈妈稍不注意，抓到
了站在最后的一只小鸡。
就这样，大家开开心心陪啄木鸟度
过了一个开心难忘的生日。
辅导老师：赵灵歌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四 （1） 班
杨萌馨
我有一只小兔子，刚刚两个月
大。它有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一张
奇特的三瓣嘴，吃起东西来，胡子一
翘一翘的，看得我总想逗逗它。雪球
似的小尾巴藏在它的屁股后面，特别
可爱。
小兔子很贪吃，它最喜欢吃的就
是胡萝卜，每次看到我手中的胡萝
卜，它就会紧紧追着我，不停用嘴巴
啃我的裤腿，好像在说：“哇，美味
的胡萝卜啊，小主人快给我吃，快给
我吃！”为了逗它，我故意跑开，但
它蹦蹦跳跳，速度特别快，每次很容
易就追上了我。看着它眼巴巴的样
子，我只好把胡萝卜送到它嘴边。
小兔子不仅贪吃，还很调皮。每
次写作业时，它总会在我的腿边蹭来
蹭去，时不时扰乱我学习。
有一次，我感觉饿了，在家里找
了半天，一样吃的都没找到，便决
定出去买。下楼前，我把小兔子关进
了笼子里，但等我回到家，小兔子却
不见了。难道是我走得太急，没把笼
子关好？它会跑到哪里去呢？我急得
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它。最后，竟
然在沙发缝儿里发现了它。原来，它
被卡在沙发与墙壁之间的小缝隙里，
只剩下小小的尾巴露在外面。当我把
它救出来后，它猛地一跳，又跳到了
原来的位置。你瞧，它还不愿出来了
呢。
我爱我家的小兔子，希望它能一
直陪着我。
辅导老师：刘波涛

生日心愿

■市第二实验小学二 （2） 班
武琪雯
八年前的今天我来到了这个世
界，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享受着来自家
人的精心呵护。转眼间我已经成为一
名二年级的小学生了，感谢所有家人
对我无私的爱，感谢所有老师对我的
教诲，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学到了
很多知识，感谢所有的同学和朋友，
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更多快乐。
此刻，我对着漂亮的蛋糕许下一
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所有我爱的人永
远幸福、快乐，也希望我能早日实现
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的梦想！
过了今天我又长大了一岁，相信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一定会更快地
成长。
辅导老师：孙小乐

